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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古典文库概述 

《中国古典 Epub 文库》是中国唯一大规模国际标准数字出版

（Epub2.1）中国古代经典数据库，也是全球最大的标准化中国古典

数字出版文库。已入库电子化资源 24.3 万册（卷），精制出版了《中

国古代经典》、《中国古典标准电子化文库》两个子库，已上架图书

2.5 万册，分别按现代出版模式和古代刊刻本编目方式电子化。文献

古籍收录上自先秦下至民国初年历代名著和基本文献，分别按照经、

史、子、集、说五个部分进行分类。该数据库在海量内容的基础上，

完全按现代阅读科学与内容数据化设计，突出智能化，是中国古典学

习、研究的一个革命性成果，是学习、了解、研究中国文化和历史最

为高效的工具，极大提高了古典学习研究的效率与兴趣，是教学、普

及文化为主旨的高等院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不可或缺的内容资源，

是个人古典阅读、学习的最佳系统。文库保持每周更新图书 40 种，

约 500 册。 

 网址：http://epub.obook.com.cn 

 

http://epub.obook.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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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PC 客户端 

1. 软件下载 

网址：http://epub.obook.com.cn/pc.html#title_tag  

2. 软件安装 

 点击界面中的“立即下载”按钮进行下载 

 

 接下来双击安装程序进行安装 

http://epub.obook.com.cn/pc.html#title_t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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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下一步” 

 

 点击“我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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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安装” 

 

 点击“完成”，开始运行国文 windows版数字阅读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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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注册、登录 

运行 OBOOK Reader PC 版客户端程序，首次使用用户须完成注册流程 

 

点击阅读界面右上角“个人中心”在弹出的界面内，填写账号、密码、

邮箱，然后点击“注册”（高校用户可以直接输入国文公司提供的 VIP

帐号）。 

4. 古典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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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界面右端，点击“网络书库”，在弹出的书库栏目分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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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中国古代经典文库”及“中国古典全书”（其它书库根

据用户权限有条件开放），点击 “确认”或直接双击鼠标左键，

然后进入子栏目，选择具体书籍后再点击确认，在弹出的对话框

中直接点击“下载 epub”或“下载并打开 epub”,下载后即可进

行使用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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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古典阅读 

 阅读内容 

图书下载后可以直接打开图书，打开图书界面后通过右边页面任

意位置单击鼠标，翻到下一页，同理点击左边，翻到上一页，或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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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向左向右“箭标”换页。 

 

 最近阅读 

用户阅读图书均会在此处记录并可以打开，同时会记录每本图

书上次阅读的进度，打开后还保留最后一次阅读的进度。 

 目录功能 

阅读过程中，点击右边“目录功能”选定相应章节名称后点击确

认即可进入选定章节内容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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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设置 

用户在阅读过程中可以根据个人的阅读习惯设置字体及调节

字体显示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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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词典、字典 

在阅读过程中选中某字点击鼠标右键，弹出取词对话框选中后即

弹出词典或字典窗口，并进行相应的注音及注释。 



 

电话：0571-88919319                                           传真：0571-88919319 

地址：杭州市上城区白云路 17 号山南金融创意产业园 101 幢         邮编：310008 

邮箱：obook@obook.com.cn                                      网址：http://www.obook.com.cn 

 

7. 批注、摘要 

在阅读过程中选中某段或某句后点击鼠标右键，弹出批注或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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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框选中后即弹出窗口，并进行相应的批注及心得。 

 

 

 批注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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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批注与摘要 

可以点击本书批注查看正在阅读图书的批注，同时也可以点击我

的批注查看帐号下所有图书的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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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云共享与同步 

点击右下角的同步更新功能，可以把阅读记录、批注、摘要等阅

读相关的信息同步至云端，用户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等进行相关信息

及阅读进度等的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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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先锋阅读（个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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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阅读是国文公司针对古典个人阅读的后台管理平台，用户通

过阅读帐号登录此平台，可以修改个人信息、查看图书阅读进度、我

的批注、最近阅读相关功能，并可以进行统计查询。 

 

10. VIP 升级 

用户登录先锋阅读平台后，可以选择个人信息下的 VIP 升级，输

入国文授权的 VIP 身份识别码及验证码后，即可以升级至授权权

限的使用内容（高校开通的为 VIP 古典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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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安卓客户端 

1. 软件下载 

 网址：http://s.obook.com.cn/android.html  

 二维码下载 

 

2. 软件安装 

 点击界面中的“立即下载”按钮或通过扫描“二维码”进行下

载安装 

http://s.obook.com.cn/androi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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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下载后可以直接点击进行安装 

 电脑下载后可以拷贝至手机或通过应用软件直接进行安装 

3. 注册、登录 

安装成功后点击应用下的 obook reader 即可打开应用软件，打开点

击登陆，未注册用户点击测试账号注册即可进行相应的注册（也可以

至网站进行注册，高校用户可以直接输入授权 VIP 账号进行使用），

已注册用户可以直接输入用户名和密码进行登陆。 



 

电话：0571-88919319                                           传真：0571-88919319 

地址：杭州市上城区白云路 17 号山南金融创意产业园 101 幢         邮编：310008 

邮箱：obook@obook.com.cn                                      网址：http://www.obook.com.cn 

  

4. 古典库使用 

打开客户端，点击“在线书库”，在弹出的书库列表中（请先连

接互联网），选择“中国古代经典文库”及“中国古典全书”（其它书

库根据用户权限有条件开放），点击 “确认”或直接双击鼠标左键，

然后进入子栏目，选择具体书籍后再点击确认，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直

接点击“下载 epub”或“下载并打开 epub”,下载后即可进行使用与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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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搜索图书 

打开客户端，点击“搜索”，在弹出的输入框中输入需要查找的图

书名称（关键字搜索），平台会自动搜索出书库里的内容并展现出来

给用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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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古典阅读 

 内容阅读 

图书下载后可以直接打开图书，打开图书界面后通过右边页面任

意位置单击翻到下一页，点击左边翻到上一页。 

 主要功能 

在阅读过程中点击菜单键，在菜单键处点击“主要功能”，在弹出

功能框可以选择需要使用的功能：登陆（登陆在线书库）、书籍信息

（查看本书相关信息）、我的书签（查看账号下书签信息）、我的摘要

（查看账号下摘要内容）、我的批注（查看账号下批注内容）、共享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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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共享批注、内容查找（查找本书里的内容）、最近阅读（记录通

过客户端阅读过的内容）、共享书库。 

 

 快捷功能 

在阅读过程中，轻触内容页中间项会弹出阅读快捷功能使用界面，

主要有字体大小调节、图书目录、阅读进度调节、旋屏（横屏、竖屏）、

夜间阅读模式、分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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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阅读 

   最近阅读功能主要记录了通过本机器及账号下最近阅读的内容，同

时会记录每本书的阅读进度，打开后会默认最后一次阅读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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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词典、字典 

在阅读过程中选择字或词，点击菜单“词典”功能，客户端会进

行自动注音及注释，让古典阅读更加容易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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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朗读功能 

在阅读过程中，点击菜单键弹出功能窗口，选择“朗读”可以把

当前文本内容通过语音播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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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批注功能 

在阅读过程中，点击菜单键弹出功能窗口，选择“批注”可以把

自己学习的心得或相关批注输入进行保存，可以供能后参考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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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云共享与同步 

在阅读过程中，点击菜单键弹出功能窗口，选择“更多”功能，可

以进行同步共享设置（设置后可以直接进行云端同步）、应用升级（客

户端版本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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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苹果客户端 

1. 软件下载 

 网址：http://epub.obook.com.cn/iphone.html#title_tag 

 二维码下载 

 

2. 软件安装 

http://epub.obook.com.cn/iphone.html#title_tag


 

电话：0571-88919319                                           传真：0571-88919319 

地址：杭州市上城区白云路 17 号山南金融创意产业园 101 幢         邮编：310008 

邮箱：obook@obook.com.cn                                      网址：http://www.obook.com.cn 

 点击界面中的“立即下载”按钮或通过扫描“二维码”进行下

载安装 

 

3. 注册、登录 

安装成功后点击应用下的 obook reader 即可打开应用软件，点击 w

个人中心进行登陆，未注册用户请至 http://s.obook.com.cn 进行注册

(高校用户可以直接输入授权 VIP 账号进行使用），已注册用户可以直

接输入用户名和密码进行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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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古典库使用 

打开客户端，点击“在线书库”，在弹出的书库列表中（请先连

接互联网），选择“中国古代经典文库”及“中国古典全书”（其它书

库根据用户权限有条件开放），点击 “确认”，然后进入子栏目，选

择具体书籍后再点击确认，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直接点击“下载”,下

载后即可进行使用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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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古典阅读 

 内容阅读 

图书下载后可以直接打开图书，打开图书界面后通过右边页面任

意位置单击翻到下一页，点击左边翻到上一页。 

 阅读功能 

在阅读过程中轻点内容页中间，会弹出阅读功能菜单，在弹出功

能框可以选择需要使用的功能：返回键（返回到主界面）、书签保存、

目录（选择目录后可以跳转到相应的内容页）、背景色、阅读调节（白

天与夜晚）亮度调节（调节阅读时的光亮）、跳转（阅读过程可以进

行跳转）、字体大小（阅读过程中可以根据阅读习惯调节字体显示大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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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架显示 

   书架显示功能主要记录了通过本机器及账号下最近阅读的内容，同

时会记录每本书的阅读进度，打开后会默认最后一次阅读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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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用户中心 

   点击用户中心进入用户中心，主要功能有更改账户、我的摘要、

我的批注、我的阅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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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改账户 

 

 我的摘要 

   点击我的摘要可以选择操作类型：下载摘要（下载账号下云端存

储的摘要内容）、上传摘要（上传本客户端存储的摘要至云端）、查看

（查看摘要内容）、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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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批注 

点击我的批注可以选择操作类型：下载批注（下载账号下云端存储的

批注内容）、上传批注（上传本客户端存储的批注至云端）、查看（查

看批注内容）、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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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阅读信息 

点击我的阅读信息可以选择操作类型：下载阅读信息（下载账号下云

端存储的图书阅读内容）、上传阅读信息（上传本客户端阅读图书内

容至云端）、查看（查看图书阅读内容）、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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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专用阅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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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址：http://www.obook.com.cn/Item/6682.aspx 

六、 常见问题 

 问题 1：为什么点“网络书库”有错误或空白发生？ 

答：请确保您网络连接正常。  

 问题 2：图书为什么下载不下来？ 

答：先确保你的网络连接正常，另外网速较慢时可能下载比较慢，

会出现超时状况。   

 问题 3：支持离线阅读吗？ 

答：本软件本就是离线阅读可以打开网络书库的内容，同时也可

以打开电脑里的图书内容（主要以 EPUB、TXT、PDF 格式为主）。 

 问题 4：软件是免费的吗？ 

答：是的， 永久免费。  

 问题 5：下载列表在哪？ 

答：下载后的图书均在本地书库里显示，同时可以在本地书库里

搜索到。  

 问题 6：我的批注有哪些作用？ 

答：我的批注是把已阅读并添加批注的内容进行统计，点击相应

的名称可以打开对应的图书内容。 

 问题 7：PC 阅读的图书可以与移动客户端同步吗？ 

答：PC 客户端与移动客户端（手机）等内容可以进行必要的同步，

http://www.obook.com.cn/Item/6682.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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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图书内容、批注、摘要等，登录后系统进行同步更新。 

 问题 8：为什么有的栏目点击打开后提示没有权限？ 

答：这说明您的账号没有阅读此栏目的权限，国文针对不同用户

群组开通不同栏目的阅读权限，如您需要开通相关权限可以咨询

0571-88919319。 

 如果您对软件还有更好的建议和意见，请尽快与我们联系

obook@obook.com.cn，谢谢！ 

七、 技术支持 

 技术支持 QQ：55920013、1634058516、601875162 

 技术交流服务 QQ 群：320915315   

 技术支持电话：0571-88919319  18958026122 

 经典维基论坛：http://bbs.obook.com.cn/showforum-5.aspx 

http://bbs.obook.com.cn/showforum-5.aspx

